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錶盤功能導覽

功能導覽操作

上下滑動螢幕可切換功能                向右滑動螢幕可返回上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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在錶盤頁面上：

 上下滑動以顯示手環一級功能表的各個入口，點一下螢幕可檢視不同應用

程式功能，按壓手環按鍵則會返回至錶盤頁面；

 左右滑動以顯示捷徑入口，快速檢視應用程式詳情。

 按住錶盤頁面可進入錶盤預覽圖，上下滑動可更換心儀的錶盤

在應用程式詳情頁面上：

 向右滑動或按壓手環按鍵以返回至上級頁面；

 在捷徑應用程式詳情頁面上，左右滑動可切換不同的應用程式，按壓手環

按鍵可返回至錶盤頁面。

手環佩戴及充電

日常佩戴

日常不運動時佩戴，建議將手環以適中的鬆緊度佩戴在離手腕一指距離的位置

，以確保光學心率監測器 (感測器) 能正常監測資料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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運動中佩戴

進行運動或其他鍛煉時，建議將手環以貼合、舒適且不會滑動的鬆緊度佩戴。

不要過於拉緊，也不要讓手環能夠自由晃動。

充電

1. 將充電座 USB 連接埠插入手機充電器或電腦 USB 連接埠進行充電。

2. 將手環背面的金屬觸點與磁吸式充電底座的金色插腳對齊，無需拆卸手環即

可充電

3. 將手環正確放入充電底座後，螢幕上會出現一個充電中圖示，這表示手環已

開始充電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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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手環充電期間，可檢視目前時間，並接收來電提醒和 APP 通知。

 建議使用電腦 USB 連接埠或品牌手機充電器進行充電。

手環功能使用 

手環應用程式設定

手環應用程式設定是指對手環上的一級功能表功能進行排序或顯示/隱藏設定。

可以根據個人喜好，自訂螢幕上的應用程式，請在 APP 的「我的」-

>「Amazfit Band 5」-

>「手環應用程式設定」中，選擇需要顯示的應用程式項。

手環捷徑入口設定

手環捷徑設定是指對手還上的捷徑頁面進行設定，可根據使用喜好，自行增加

或刪減手環的捷徑入口數目或者修改排序

可以根據個人喜好，自訂螢幕上的捷徑入口數目，請在 APP 的「我的」-

>「Amazfit Band 5」->「手環捷徑入口設定」中，選擇需要顯示的捷徑入口。

語音助手 Alexa：

語音助手 Alexa 可透過語音實現查詢天氣、設定鬧鐘、新增備忘錄等功能

使用前，需要在 APP 中進行授權，授權流程為：前往 APP 的「我的」-

>「第三方存取」->「Amazon」，然後在授權頁面中輸入 Amazon 

帳號與密碼即可完成授權。授權成功後，可在手環錶盤頁面上向右滑動，進入 

Alexa 語音介面進行使用。

例如，查詢天氣時，可對 Alexa 說「Alexa 今天天氣怎麼樣」，Alexa 

即會給出天氣的答覆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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Alexa 支援的技能如下表所示：

支援的技能 範例語句

手環運動項設定

手環捷徑設定是指對手還上的運動項進行設定，可根據使用喜好，自行增加或

刪減手環的運動項數目或者修改排序

可以根據個人喜好，自訂運動中的運動項顯示數目，請在 APP 的「我的」-

>「Amazfit Band 5」->「手環運動項設定」中，選擇需要顯示的運動項。

震動模式

在震動模式頁面中會顯示目前支援震動的提醒功能，初始模式為預設模式，使

用者可根據喜好，點一下新增進行自訂設定，透過輕觸手機螢幕的時間長短來

定義獨一無二的震動模式。

可以根據個人喜好，自訂震動模式，請在 APP 的「我的」->「Amazfit Band 

5」->「震動模式」中，根據提示文稿進行設定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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抬腕開啟螢幕

在 APP 

端啟用抬腕開啟螢幕，即，抬起手腕並將螢幕轉向自己即可開啟螢幕。啟用後

，可設定回應速度：標準或靈敏，同時可設定啟用時間段。

離腕鎖定

在 APP 

端啟用離腕鎖定後，檢測到未佩戴手環時將啟動密碼鎖定螢幕，以確保資訊安

全。預設情況下，該功能為關閉狀態，設定解鎖密碼後即會啟用該功能。可在 

APP 端的「我的」->「Amazfit Band 5」-

>「離腕鎖定」中，選擇啟用或關閉該功能以及變更密碼。

夜間模式

在 APP 

端啟用夜間模式後，手環在夜間開啟螢幕時會自動降低亮度，初始時間為 

19：00 至次日 7：00，使用者可根據使用喜好調整該時間。 

可在 APP 端的「我的」->「Amazfit Band 5」-

>「夜間模式」中，選擇啟用或關閉該功能以及變更生效時間。

狀態

在狀態詳情頁面上，可以檢視今日即時步數、距離、熱量和久坐次數。向下滑

動可看到近 7 日步數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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心率

 單次測量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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在心率詳情頁面上，可以測量目前心率值，測量成功後，會展示目前心率，若

測量失敗，則會提示「測量失敗」。為保證測量成功，請正確佩戴手環。當心

率頁面上有測量資料時，向下滑動即可檢視心率狀態，狀態如下圖所示：

 全天心率監測

手環支援全天測量心率，需要在 APP 端的「我的」->「Amazfit Band 5」-

>「心率監測」中啟用自動心率監測模式，監測頻率可設定為 1 分鐘、5 

分鐘或 30 分鐘。

設定資訊後，佩戴手環即可自動監測心率，如需詳細資料，可在 APP 

端的心率詳情頁面上檢視。

心率預警

在 APP 端的「我的」->「Amazfit Band 5」-

>「心率監測」頁面中啟用心率預警，當心率達到設定的預警值，且在最近 10 

分鐘內沒有明顯活動時，手環將震動提醒。可自行設定預警值。

天氣

在天氣頁面中，可以檢視當天天氣及未來幾天的預告天氣。

手環顯示的天氣來自手機的更新推播，因此，為了及時獲取最新的天氣變化資

訊，請將手機藍牙一直保持在啟用狀態並連接至手環。

此外，當收到天氣預報通知時，手環也會收到該條推播。天氣預報通知推播的

開關可以在 APP 端的「我的」->「Amazfit Band 5」-

>「天氣設定」頁面中進行設定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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血氧飽和度檢測 (SpO2)

在手環 SpO2 

詳情頁面上，可以測量目前的血氧飽和度值，測量成功後，會展示目前的血氧

飽和度值，若測量失敗，則會提示「測量失敗」。為保證測量成功，請在測量

時偏緊佩戴手錶，略有壓迫感為佳；將手臂放在桌面等平穩位置上進行測量，

手錶螢幕朝上；測量過程中保持靜止，專注於測量。

如需檢視 SpO2 檢測的歷史記錄，請點一下 APP 

首頁右上角的圖示，然後前往「全部資料」->「血氧飽和度」頁面。

睡眠呼吸品質

Amazfit Band 5 

可以在睡眠狀態下監測您的血氧飽和度，幫您計算睡眠呼吸品質評分，讓您建

立良好的睡眠習慣。

若要啟用「睡眠呼吸品質」監測功能，可以在 App 端前往「我的」-

>「Amazfit Band 5」->「健康檢測」頁面。

監測資料成功同步至 APP 端之後，可以點一下 APP 

首頁右上角的圖示，進入「全部資料」->「睡眠呼吸品質」頁面進行檢視。

注意：手環端只能儲存前一晚的睡眠呼吸品質分析資料，請在第二天醒來之後

及時同步至手機 App 端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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壓力

 單次測量

在手環壓力詳情頁面上，可以測量目前的壓力值，測量成功後，會展示目前壓

力值，若測量失敗，則會提示「測量失敗」。為保證測量成功，請正確佩戴手

環並在測量過程中保持靜止。當壓力測量頁面上有測量資料時，向下滑動即可

檢視壓力狀態，狀態如下圖所示：

 全天監測

手環支援全天測量壓力，需要在 APP 端的「我的」->「Amazfit Band 5」-

>「心率監測」中開啟壓力監測開關。

設定資訊後，佩戴手環，手環會在安靜狀態下全天監測壓力，如需詳細資料，

可在 APP 端的心率詳情頁面上檢視。

女性健康

 經期預測

若要進行女性健康初始設定，可前往 APP 

首頁的「女性健康」卡片，或從首頁向上滑動，進入玩轉，然後前往「女性健

康」頁面。選擇必要的設定項後，會跳轉至詳情頁面，在詳情頁面中，可檢視

和選擇經期中的狀態並進行儲存。點一下行事曆下方的編輯可新增經期，或點

一下右上方的設定來啟用經期提醒。

完成 APP 

設定後，可以在手環端的女性健康頁面中檢視目前日期的經期狀態，並且會有

文字提示什麼時候會來月經，狀態如下圖所示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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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記錄/結束經期

可透過手環端快速記錄或結束經期；準確記錄每次經期資料，會讓手環預測越

來越準。

 提醒

可在 APP 

端的「女性健康」頁面中啟用經期提醒和排卵日提醒，啟用後，手環端會在對

應時間點震動提醒。

呼吸

在手環的呼吸詳情頁面中，可以根據手環端的呼吸動效提示進行呼吸放鬆訓練

，在訓練過程中，頁面下方的進度列會顯示所需的總時長，總時長可在手環端

呼吸頁面的首頁上進行設定，預設時間為一分鐘。狀態如下圖所示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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訊息通知

啟用通知

使用時，需在 APP 端啟用相應的「APP 

通知提醒」，並且保持手環與手機的連接。

若是 iOS 裝置，需要將手環與手機藍牙配對後才能使用。

若是 Android 裝置，使用時，請在手機背景中將 APP 

設定到白名單或自動啟動中，保持 APP 

一直在背景中執行，防止遭到手機背景處理程序清除，導致手環與 APP 

中斷連接，從而無法接收應用程式提醒。如需了解不同手機系統的設定方法，

請在「我的」->「Amazfit Band 5」-

>「背景執行」頁面中按照要求進行設定。

檢視通知

手環收到通知提醒後，會震動提醒，並且會自動顯示通知內容。如果您在收到

通知後沒有立即檢視，在錶盤頁面中向上滑動至通知入口即可找到歷史通知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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刪除或清除通知

手環最多可儲存最近 10 

則通知訊息，超出此限制後，每收到一則新的通知，就會自動刪除一則最早的

通知。若通知內容超出一個畫面，可以繼續滑動進行檢視。

1. 在第一則通知的頁面中向下滑動進入清除頁面，點一下即可刪除所有通知。

2. 在通知清單中，向上滑動進入清除頁面，點一下即可刪除所有通知。

通知不提醒常見問題

為什麼設定了 WhatsApp、Facebook 

等訊息提醒，但手環卻未提醒？

WhatsApp、Facebook 等軟體的訊息提醒須滿足以下幾個條件：

1) 

請先確保手機通知列有訊息，若手機通知列未收到訊息，請前往系統

設定中開啟 WhatsApp 和 Facebook 通知；

2) 手環始終與手機保持連接，藍牙需保持啟用狀態。 



14

執行以上作業後，若手環仍然無法接收提醒，請嘗試開關一次手機藍

牙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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更多

「更多」功能表主要包含以下功能：勿擾、鬧鐘、拍照、音樂、碼錶、計時器

、找手機、世界時鐘、行事曆、錶盤和設定。

勿擾設定

在「更多」功能表下點一下勿擾，進入勿擾設定頁面，然後選擇需要啟用/關閉

的勿擾方式：

 選擇「一直勿擾」，則勿擾模式立即生效。

 選擇「智慧啟用」，則在您佩戴手環入睡後自動啟用勿擾模式。

 選擇「關閉勿擾」，則勿擾模式失效

 選擇「1 小時」，則從目前時間開始立即進入勿擾 1 小時

 選擇「2 小時」，則從目前時間開始立即進入勿擾 2 小時

 選擇「3 小時」，則從目前時間開始立即進入勿擾 3 小時

 選擇「自訂」，則可以自行設定勿擾時間段

啟用勿擾模式後，當收到來電提醒、簡訊提醒、APP 

通知提醒、郵件提醒或關愛提醒時，手環將不再震動提醒；其他提醒不受影響

。

鬧鐘

您可以直接在手環螢幕上關閉或啟用鬧鐘，還可以在 APP 

端新增和編輯鬧鐘。手環最多支援設定 10 個鬧鐘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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鬧鐘到點時會震動提醒，點一下手環上的「關閉」圖示，則鬧鐘停止震動，點

一下「貪睡」圖示或按壓手環按鍵，則進入貪睡模式，鬧鐘將在 10 

分鐘後再次提醒，最多提醒 6 

次。若在整個震動過程中均未點一下關閉按鈕，則鬧鐘將在第 6 

次震動結束後自動關閉鬧鐘。

若感覺鬧鐘震感不適合自己，可在 APP 端的「我的」->「Amazfit Band 5」-

>「手環鬧鐘」中點一下「震動模式」，來自訂適合您的震動強度。

拍照

 拍照設定

Android 手機：在 APP 端的「我的」->「Amazfit Band 5」->「實驗室」-

>「拍照設定」中，按照要求完成配對即可。

iOS 

手機：綁定手環後，系統會彈出配對方塊，點一下配對即可；若在首次綁定時

未配對，可以進入手環端，點一下拍照進入拍照頁面，再開啟 

APP，在彈出的配對方塊中點一下配對按鈕即可完成配對。

 拍照操作

按照上面的設定步驟完成配對後，在拍照前需先開啟手機端的相機應用程式，

進入手環端的拍照頁面，點一下拍照按鈕即可完成手環遠端控制手機拍照，拍

照狀態如下圖所示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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世界時鐘

設定世界時鐘應用程式中可顯示時區，可支援在 APP 

端編輯和新增時區以及調整顯示順序。可以根據個人喜好，自訂世界時鐘顯示

數目，請在 APP 的「我的」->「Amazfit Band 5」-

>「世界時鐘」中，選擇需要顯示的時區

設定完成後，可在手環端檢視各個城市對應的資料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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行事曆

行事曆僅在簡體和繁體中文下顯示；其他語言版本中不顯示該入口。

行事曆可讓您檢視今天的陽曆、陰曆、年分等資訊，在行事曆詳情頁面中向上

或向下滑動可檢視之前或之後的行事曆資訊，如遇節日，則顯示節日資訊，若

當天不是節日，則不顯示

碼錶

碼錶可用來記錄多次時間，碼錶的最大顯示數值為 

99:59，當手環狀態處於碼錶計時中時，可以點一下計次鍵進行計次，或點一下

暫停鍵進行暫停，從暫停狀態中，可以選擇繼續或結束此次計時。碼錶計時可

以在背景中執行，並有相應的狀態顯示碼錶正在執行中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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計時器

計時器可以設定一個時間點，時間到了後會震動提醒您。計時器可設定的最大

數值為 99:59，如果使用者設定的時間為 

00:00，則無法開始計時器功能。在計時器過程中，可以點一下暫停鍵進行暫停

，從暫停狀態中，可以結束計時器或繼續計時器。

音樂

手環和手機需處於連接狀態，才可使用音樂功能。

當手機上正在播放歌曲時，進入手環音樂節面，可以顯示目前正在播放的歌曲

資訊。在手環上點一下暫停按鈕即可暫停播放，點一下切歌按鈕即可隨時切換

為上一首或下一首。點一下音量「+」或「-」即可調節音量。

目前支援的音樂播放器包括：

 國內：系統音樂、酷狗、QQ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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音樂、網易雲音樂、酷我&酷我HD、蝦米、荔枝和蜻蜓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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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FM。

 海外：iOS/Android 原生音樂播放器、Apple 

Music、Spotify、Pandora、SoundCloud、GoMusic、Google Play 

Music、AudioMack、iHeartRadio、Google Play Music、Samsung Music 和 

SirusXM。

為了更好地體驗手環音樂控制功能，請確保：

若是 iOS 裝置，使用前，需要將手環與手機藍牙配對。

若是 Android 裝置，使用前，請在 APP 端啟用通知讀取權限。在 APP 

的「Amazfit Band 5」->「手環應用程式設定」頁面的狀態列中點一下啟用。

備註：由於 Android 

手機系統相容性以及音樂播放器的開放支援程度不同，可能會在一定程度上影

響手環音樂控制的體驗。

手機靜音

僅支援 Android 手機開放該入口。

在手環的更多頁面上，選擇手機靜音，進入靜音狀態頁面：可透過手環控制手

機靜音或者取消靜音。

備註：使用手機靜音功能時，需確保手環與手機處於連接狀態。

找手機

在手環與手機藍牙已連接的情況下，可以透過手環尋找手機。

備註：使用找手機功能時，需保持 APP 在背景中執行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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錶盤

手環上更換錶盤

 在錶盤頁面上按住螢幕，可快速進入編輯錶盤清單頁面，然後選

擇自己需要更換的錶盤即可

 也可以在手環的「更多」-

>「錶盤」頁面中，點一下進入，選擇自己喜愛的錶盤後，點一下螢幕進行

確認即可完成錶盤更換。

APP 上更換錶盤

 線上錶盤：

開啟 APP，在「我的」->「Amazfit Band 

5」頁面中點一下錶盤商城入口，進入錶盤中心後下載並同步即可完成錶盤更換

。

 相片錶盤：

開啟 APP，在「我的」->「Amazfit Band 

5」頁面中點一下錶盤商城入口，進入後找到「相片錶盤」分類，選擇喜歡的錶

盤並進入錶盤詳情頁面，按照引導進行操作以完成錶盤背景更換，換成自己喜

歡的相片，並同步至手環端進行顯示。

可編輯錶盤

手環端內建 2 

款錶盤，支援使用者自己設定錶盤上需要顯示的元素，設定步驟如下：

 按住錶盤頁面以進入編輯清單頁面，然後選擇內建錶盤；

 點一下該錶盤預覽圖下的設定按鈕，即可進入可編輯錶盤設定頁面；

 選擇頁面上的某個元素並點一下，或者上下滑動螢幕以切換元素；

 按住螢幕以完成錶盤編輯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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設定

設定頁面提供了亮度調節、鎖定螢幕、重新啟動、還原出廠設定、規範和關於

的設定項。

 亮度調節：亮度等級分為 5 級，點一下「+」或「-

」按鈕可調節螢幕亮度。

APP 

端啟用夜間模式，且在夜間模式生效期間，螢幕亮度自動變為夜間模式對應的

亮度。若在夜間模式生效期間手動調整亮度，則本次調整只在當日夜間模式生

效期間有效，下個夜間模式自動恢復預設的夜間模式亮度等級；若不在夜間模

式生效期間調整亮度，夜間模式不受影響。

 鎖定螢幕：可啟用簡單的手環鎖定螢幕功能，向上滑動即可完成解鎖。

 重新啟動：重新啟動手環。

 還原出廠設定：還原出廠設定後將重設所有資料，點一下確認即會還原出

廠設定。還原出廠設定後，需要重新綁定手環才可使用，而且在還原出廠

設定後，手環 MAC 位址也會發生變更。

 規範：展示手環的一些認證資訊

 關於：在關於頁面中，可以檢視目前手環的韌體版本與藍牙位址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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手環狀態提醒

自訂震動

手環狀態提醒包括：來電提醒、久坐提醒、運動達標提醒、手機鬧鐘提醒、行

程提醒、郵件提醒、簡訊提醒和 App 通知提醒。

在 APP 端的手環裝置頁面中進入震動模式，核取任一狀態提醒類別 (App 

的「我的」->「裝置頁面」-

>「震動模式」)，即可設定自訂震動模式。在震動模式清單頁面中，點一下「

編輯」可刪除某個自訂震動模式，點一下「新增」可新增自訂震動模式。在某

個提醒的設定中，選中某個自訂震動模式。在手環端，當該提醒被喚起時，將

以該自訂震動模式震動。

備註：自訂震動模式最多不可超過 50 個。

來電提醒

當手環收到來電資訊時，會震動提醒。在提醒頁面上，如需掛斷電話，請點一

下「掛斷」，如需忽略，請點一下「忽略」或按壓一次手環按鍵即可停止震動

。使用該功能之前，請前往 APP 以啟用來電提醒。

久坐提醒

檢測到久坐時，手環會震動提醒您起來動一動。使用該功能之前，請前往 APP 

以啟用久坐提醒。

運動達標提醒

當日步數達到設定的運動目標時，手環會震動提醒。使用該功能之前，請前往 

APP 以啟用達標提醒。

手機鬧鐘提醒 (僅 MIUI 系統)

當手機上的鬧鐘響起時，手環會震動提醒您鬧鐘響了。該功能目前僅對 MIUI 

系統提供支援。使用該功能之前，請前往 APP 以啟用手機鬧鐘提醒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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行程提醒

在設定的時間提醒行程時，手環會震動提醒。使用該功能之前，請前往 APP 

以新增行程提醒項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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郵件提醒

收到郵件時，手環會震動提醒。使用該功能之前，請前往 APP 

以啟用郵件提醒。

 Andriod 設定路徑：前往「我的」->「Amazfit Band 5」->「APP 

通知提醒」，然後新增郵件應用程式即可。需保持 APP 在背景中執行。

 iOS 設定路徑：前往「我的」->「Amazfit Band 5」-

>「郵件提醒」，然後開啟開關即可。iOS 

郵件提醒透過系統進行處理，無需 APP 在背景中執行。

簡訊提醒

當手機端收到簡訊時，手環將震動提醒您收到了簡短。使用該功能之前，請前

往 APP 以啟用簡訊提醒。

備註：Andriod 簡訊提醒需保持 APP 在背景中執行，iOS 

簡訊提醒透過系統進行處理，無此要求。

APP 通知提醒

當手機端收到通知時，手環將震動提醒並顯示通知內容。使用該功能之前，請

前往 APP 以啟用 APP 通知提醒。

運動子畫面

手環與手機連接時，在 APP 

運動頁面中啟用某項運動後，會自動在手環上展示運動中的相關資料。

運動功能介紹

可直接在手環端啟用運動，支援的運動類型包括：戶外跑步、室內跑步、騎行

、健走、鍛煉、游泳、橢圓機、划船機、瑜珈和跳繩。其中，戶外跑步、騎行

和健走可以連接至 APP 端，使用手機 GPS 

來記錄運動軌跡。若要準確記錄軌跡，需啟用手機 GPS 定位權限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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開始運動

在錶盤頁面中向上滑動至運動入口，選擇對應的運動類型，在倒數 3 

秒後進入運動中頁面。

對於 GPS 類運動，需保持手環與手機處於連接狀態，並在啟用 GPS 

定位權限的前提下，才可記錄運動軌跡。

運動中

在運動中，各個運動類型支援在手環端檢視不同的資料，如下所示：

 戶外跑步：持續時間、距離、配速、心率、心率區間

 室內跑步：持續時間、距離、步頻、心率、心率區間

 騎行：持續時間、距離、速度、心率、心率區間

 健走：持續時間、距離、步數、心率、心率區間

 鍛煉：持續時間、消耗、心率、心率區間

 游泳：持續時間、距離、消耗、划水次數、划水率

 橢圓機：持續時間、消耗、心率、心率區間

 划船機：持續時間、總划次、消耗、划頻、拉漿時間、收漿時間、心率、

心率區間

 瑜珈：持續時間、消耗、心率、心率區間

 跳繩：持續時間、總計數、消耗、頻率、心率、心率區間

暫停/繼續/結束鍛煉

按住手環觸碰按鍵以暫停運動，頁面會顯示暫停中介面，若點一下「繼續」，

則繼續記錄運動；若點一下「結束」，則進入確認結束提示頁面，在該頁面上

點一下確定即可結束並保持運動記錄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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檢視運動結果

 檢視本次運動資料：

運動結束後，可在手環上立即檢視本次運動成果概覽資料。

 檢視詳細運動資料：

運動結束後，連接至 APP 並同步運動資料，即可在 APP 

運動模組下檢視所有歷史運動資料。點一下某條運動資料，即可檢視詳細運動

資料，例如運動過程中的心率圖表等。

運動心率區間介紹

在運動中，手環根據個人資訊計算出運動過程中的心率所屬區間。心率區間將

協助您確定運動強度。手環上的心率資料列會顯示您目前所處的心率區間，運

動結束後，可在 APP 

中該條運動記錄的「詳情」頁面上檢視每個心率區間內的運動持續時間。

依預設提供六個區間：

依預設，心率區間根據估測的最大心率進行計算。手環使用常用的 220 

減去年齡值這一公式來計算最大心率。

心率區間劃分規則及頁面顯示描述
最大心率 = 220-目前年齡

心率區間名稱 計算規則

舒緩放鬆 最大心率的 50% 以下

熱身放鬆 最大心率的 50%-60% 之間【前閉後開】

脂肪燃燒 最大心率的 60%-70% 之間【前閉後開】

心肺強化 最大心率的 70%-80% 之間【前閉後開】

耐力強化 最大心率的 80%-90% 之間【前閉後開】

無氧極限 最大心率的 90% 以上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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手環日常保養

1. 

對於防水產品，建議定期使用清水清洗產品及腕帶，並用軟布擦乾後再佩戴。

2. 

清洗時不要使用肥皂、洗手液、沐浴液等清潔劑，以避免因化學物質殘留而刺

激皮膚，或腐蝕裝置。

3. 佩戴裝置沐浴 (支援沐浴的裝置)、游泳 (支援游泳的裝置) 

或出汗後，請及時清潔並擦乾裝置。

注意事項

1. 該手環可承受相當於 50 

公尺水深的壓力，支援在泳池及淺灘游泳時使用，不支援在潛水和桑拿中佩戴

使用。

2. 

該手環對於酸性及鹼性溶液、化學試劑等具有侵蝕力的液體不具備防水能力，

因濫用或使用不當而造成的損壞或缺陷不在保固範圍之內。


